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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无儿无女，媳妇得了脑瘫，离不
开人，我也没法出远门打工挣钱。”贫困
户刘长锋说，“国家政策真好，不仅帮俺
家危房改造，还能领低保补助、残疾人
补助、家庭寄养补助、生活护理补贴，再
加上土地流转和到户增收的钱，俺家也
能实现脱贫。”

浚县县委办干部王成军是驻村工作
队队员，他目前负责5户政策兜底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工作，刘长锋就是
他的联系户，他向记者介绍说：“贫困户
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政策了解不到，
我们就是他们的政策宣传员和申请代办
员。刘长锋明年就60岁了，我们已经着
手帮他准备‘五保户’的申请工作。”

凝心聚力开展脱贫攻坚，扎扎实实
落实扶贫政策，刘井固村的脱贫成绩不

俗。截至 2016年底，全村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达 3100余元，实现了“两不愁、
三保障”，提前通过了国家、省、市三级
脱贫验收。原本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8
户 87人，共脱贫 19户，余下的 9户 15
人中大多是五保户和因残低保户，成功
摘掉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据了解，该村先后争取了100万元
的道路建设资金、110万元的自来水和
农村电网改造资金、45万元的文化广场
修建资金、40万元的村小学修缮资金。
村里的路平了灯亮了、教室里有了“温
度”，老百姓心里敞亮了，村里的村容、
村貌、村风、村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此
外，全村还有贫困户16户 62人与鹤壁
市中鹤集团签订到户增收项目，每年能
增加180元的保底分红收益。6

迈开脱贫步 走稳致富路
——鹤壁市浚县王庄镇刘井固村脱贫攻坚纪实

□王殿民

近年来，“鹤壁好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频频出现
在我们周围，屡屡叫响中原乃至全国。鹤壁涌现出的道
德模范、中国好人在全省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人们在
高度关注这一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在不断发问：为什么
鹤壁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好人？

卫多君子：历史传统的千年积淀

鹤壁建市历史很短，不足 60年；鹤壁历史又很长，
3000多年前就是华夏国都，这个历史悖论成就了鹤壁的
活力，也成就了鹤壁的深邃。战国时期，鹤壁一带曾属卫
国。历史记载，这里曾经贤才摩肩，君子接踵，就像“燕赵
古来多慷慨悲歌之士”一样，“卫地自古多君子”成为一个
传统。吴王的弟弟季札曾经周游列国，以其远见卓识闻
名天下，他在卫国得出的结论是：“卫多君子，其国无患。”
可见这里的谦谦民风。《诗经》文化曾经代表着远古的鹤
壁文化，39首卫地诗歌，或思乡，或怀人，或爱情，或劳动，
透露出人间的善良，社会的美好。在以宽厚仁爱著称的
儒家典章里，如此密集地出现卫国诗歌，绝非偶然。鹤壁
历史上盛产竹子，淇园绿竹是作为一个文化元素载入典
籍的，代表了一种飘逸洒脱的君子风范，一种持节挺立的
民族气节，一种虚心向上的精神追求，其文化价值远远超
出了自然价值。有了这种文化传承，鹤壁人自然就会多
一份文化自觉，多一份为人处世的道德自律。

“淇水悠悠，松楫桧舟。”多少年来，有诗河、史河、文
化河之称的淇河一直哺育着鹤壁人民，也形成了独特的
淇河文化。淇河不以雄奇见长，却以诗情雅韵彪炳千
古，淇河远离血腥、暴戾，铁血狼烟，发生在淇河两岸的
故事，多是情，是爱，是美丽，是浪漫。这样的河流，滋养
出的只能是善良的民众、淳朴的民风。

风清气正：问渠哪得清如许

秉持千年遗风，鹤壁清风依然。进入新世纪，鹤壁
“风清气正好环境”更加深入人心。若要探寻其源头活
水，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鹤壁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倡
导、与各种正能量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多年来，鹤壁市
委市政府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
的好人评选、文明创建活动，在农村社区，开展了“好婆
婆”“好媳妇”“好妯娌”“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在各行
各业开展文明警察、文明教师、文明医生等评选活动，在
中小学校开展认星争优、做美德少年等活动，营造出浓厚
的争做好人的社会氛围。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为英
模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持续动力。先后建立了考核机制、
好人评选表彰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好人帮扶机制等，这
些机制从建立完善到常态化规范化，都体现了一个明确
导向，就是要尊重好人，礼遇好人，善待好人，为好人的不
断涌现、为英模群体的形成提供支持和保障。

多年如一日：信念的坚守

在众多的鹤壁好人中，许多人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坚
守，初衷不改，不离不弃。人们也许会问：他们几十年如一
日，到底为了什么？答案也许会让我们失望：不为什么，就
是为了内心的那份坚守:坚守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坚守住内
心的那份善良,传递真爱,从善向上。许多时候，我们缺少
的就是一份坚守。守住做人的底线，就是一个良好公民；守
住向善向上的底线，我们也会成为各个层面的“好人”。

好人与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界限，炮火硝烟年代的
英雄令人敬仰，和平建设时期的好人同样令人感动，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更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雷锋
式的普通群众、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人们用善良构
建社会的和谐，用爱心编织美好的梦想。在这种情况
下，发生在身边的感动就更有现实意义，其道德引领作
用更强。他们不是英雄，是生活中的平凡人。他们又不
是普通意义上的平凡人，他们是平凡中的好人，生活中
的强人，道德领域的巨人。

瞬间壮举：多年道德修炼的爆发

在鹤壁好人群体中，不乏慷慨悲歌的勇士，也不乏
感天动地的壮举。他们以凡人之躯，在危难时刻肩负起
英雄的使命，以奋不顾身的跳跃，把人生的意义在瞬间
放大，成就了一个个现实传奇。如果我们仅仅把英雄的
成长浓缩在一个短暂的瞬间，那就曲解了他们，至少对
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邢二鹏在救人之前，曾在某饭
店打工。一个阴雨天，他估计来饭店就餐的顾客不会
多，就静静在饭店外观察并犹豫着是否进去帮工，以免
饭店在不需要人手的时候给老板带来不必要的开支。
韩海雁在淇县老家时就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装管子、修电
线。这些具体事例都说明,英雄的壮举不是心血来潮，
他们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有着踏石留印的成长
足迹、抓铁有痕修炼过程。危难时刻的不假思索，甚至
是近乎本能的奋不顾身，往往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本
真。瞬间的壮举，是长期向善的结果，是人格的集中升
华。

不拘领域：好人渐成风气

鹤壁好人，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
阶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了遍地开花,崇德向善，
在鹤城蔚然成风。一般意义上讲，良好风气的形成，有
着更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比如客家人的邻里和
睦、白族人的热情好客等。如果一个地方在诸多方面都
能贤人辈出、善事不断，那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历史文化
的层面探求原因了，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环
境生态都会如谷稔物熟般从不同方面发挥作用。当我
们不再诧异身边感动的时候，当我们对好人善举习以为
常的时候，也就是说，好人与善事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那么，我们离真正的和谐社会也就不远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就是“知”与“行”的统
一。鹤壁好人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不管别人如何，首先从
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担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履
行好自己的那份义务，用自身行动，诠释公民层面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内涵。可敬在于此，可贵也在于此。6

（作者系鹤壁市社科联副主席）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吴晨玮
本报通讯员 邓瑞琨

“平常工作忙，晚上经常一两点才睡觉，
这段时间觉得头疼头晕，腿脚酸痛。”与记者
见面时，冯增智刚刚从医院检查完，因劳累
过度，医生建议他住院调养。“我可不能住
院，村里的事一大堆，一会儿采访完我还要
去和投资商谈项目嘞。”虽已将近古稀，但谈
起工作，他仍是神采奕奕。“在工作上，要坚
持尽心，尽责，尽职，尽力，真心实意地为百
姓做事。”

3年前，冯增智从鹤壁市食品产业办公
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多家企业争相高薪聘
请其当技术顾问，当时淇县县委正在实施“头
雁回归创业”计划，号召有人脉、资源、技术优
势的本地人回村任职，县委书记王永青亲自
上门邀请冯增智回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王
永青的真诚打动了冯增智，于是他便婉拒了
企业抛出的“橄榄枝”，回到老家鲍庄村，支持
新农村建设。“与高薪相比，鲍庄村的父老乡
亲更需要我，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现在年
龄大了，也不图什么名和利，能够为家乡做点
贡献，为啥不回来?”冯增智深情地说。

引水——旱地变水田

鲍庄村是远近知名的省级贫困村，就在
2014年，城里人吃穿不愁，粱肉有余的时候，
鲍庄村还被绵绵太行隔绝，日子过得紧巴巴。

这里缺水，世世代代以来，鲍庄村人吃
水，靠的是村头唯一的一口井。村里有几个
残疾人，平时靠着其他村民的照顾，才能吃
上水，生活极其艰难。缺水不仅影响了当地
百姓的生活，也极大地制约着鲍庄村农业的
发展。冯增智告诉记者，鲍庄村有耕地
1300多亩，之前由于缺水，村里70%的耕地
已经连续3年处于撂荒状态。

为解决缺水问题，崎岖的山路上，年逾
花甲的他一趟趟地往水利部门跑，功夫不负
有心人，2015年 1月，鲍庄村终于装上了水
龙头，看到自来水哗啦啦地流出来，鲍庄村的
男女老少激动得掉了眼泪。与此同时，冯增
智还想办法为该村打配3眼机井，铺设输水
管道3000米，村民浇地用水的问题随之迎
刃而解，千亩旱地告别了种不保收的历史。

修路——坎坷变坦途

除了缺水，这里还少路。鲍庄村与相邻

的范寨村之间有一条长约1公里的山路，道
路坑洼，崎岖难行，每逢雨雪天更是一路泥
泞，险情连连。平日里，范寨村的20多名小
学生每天上学、放学，两村村民来往通行全
靠这条小道。了解情况后，冯增智又开始为
修路而奔波。

“修路的事就别为难县里了，县里也来
过几次，别说路，光修两座桥就要几十万，另
外修一里路得多少钱?县里哪有那么多资
金?”有人提醒他。冯增智犯了难，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之前在农业局联系的几
家企业，现在都发展得蒸蒸日上，冯增智就
向这几家企业筹集资金，听说老领导现在在
老家担任第一书记，这几家企业纷纷慷慨解
囊，出资出力赞助。

如今，一条平直宽阔的柏油公路连接起
了鲍庄和范寨村，百姓行路既方便又安心，4
条共约3000米的鲍庄村农忙生产路也修了
起来，帮助群众解决种地难收割难的问题。

创美——山沟变花园

“只争朝夕啊!虽然鲍庄村2016年已经
脱贫，但我还要带着大家奔小康。”冯增智
乐呵呵地说，“工作39年，我年年都是县以

上先进，现在虽然年龄大了，还是不能落后
啊!”

根据鲍庄村的自然条件，冯增智规划
了 4个千亩增收基地，分别是千亩有机谷
子基地、沿支沟建设千亩薄皮核桃基地、
沿山脚建设千亩杏仁基地、沿山坡建设千
亩皂荚基地。同时，他还积极引进了“豫
谷 18号”“商薯 9号”等优良作物品种，以
保障高产增收。“我们力争通过几年的努
力，形成一个‘粮满沟，果围角，柏封顶，林
缠腰’的立体发展格局!”冯增智说，“未来
3年，我们准备再建一个文化产业园，围绕
鲍庄村山前山后的古寺院、古柏树、古军
寨、古民宅，打造一个‘四古’景点!”鲍庄
村凭借其秀美的风景以及丰富的人文资
源，得到了众多投资商的青睐，如今，该村
白虎岩寺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园、五龙山古
军寨旅游休闲度假区、滨河乐园均已开工
在建。

“我有一个八美规划：山美、水美、田美、
业美、村美、人美、路美、景美！3年内，这

“八美”乡村一定能够实现，到时候，鲍庄村
就是一个富裕之村、幸福之村、文明之村!”
冯增智满怀信心地说。6

甘做“领头雁”山乡绽新颜
——记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冯增智

一城繁花照目明
——“鹤壁好人”现象透析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吴晨玮
本报通讯员 邓瑞琨

7月 11日，鹤壁市浚县王庄

镇刘井固村头骄阳似火，村口的

路段正在铺设水泥路面，广场前

的活动中心正在砌筑舞台。和

村口热火朝天的场景类似，就在

不远处的服装工厂里，几十名工

人也正鼓足干劲，熟练地进行服

装加工。

然而，在两年前，景象却大

不相同。当时刘井固村是省级

贫困村，除外出务工的村民，很

多群众都还要守着田地过活，下

雨时村里到处是水坑，村小学冬

天透风夏天似蒸笼，垃圾遍村环

境差。

从 2015 年开始，刘井固村

是鹤壁市委书记范修芳的联系

点，他多次到该村调研指导，出

思路、抓党建、谋项目。鹤壁市

银监局干部寿文春也于该年作

为“第一书记”开始驻村工作，浚

县县委办、教体局等单位也陆续

组织驻村工作队开展脱贫工

作。刘井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去年年底成功摘掉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

“现在心齐了！”今年64岁的刘书月，在刘
井固村当了17年的党支部书记，这么多年来，
他从没见过“两委”班子像现在这么团结、负责，
他告诉记者：“过去，村里族里关系微妙、复杂，
全村党员干部一年难得在一起开个会，更别说
搞组织生活了。”

2015年 9月，鹤壁市银监分局监管三科科
长寿文春被派驻到刘井固村担任“第一书记”，
他按照鹤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开展脱贫
攻坚工作。到村后，他把每月的第一周定为党
员干部学习周，并灵活地把会议放到晚上开，大
事、小事经党支部提议后，再放到党员干部会议
上讨论，最后拿到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现在，村里大事小事都张榜公示，公开透
明，左邻右舍一看心里都透亮，大家个个心里服
气。这让我有回到年轻时党员干部作风的感
觉。”今年76岁的老党员张秀鱼告诉记者，“尤
其上党课让我收获最大，听说讲解员还是从省
委党校请来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刘井固村党支
部共有党员47人，已与鹤壁银监分局机关第四
党支部结成帮扶对子。在帮扶下，刘井固村党
支部规范了“三会一课”、班子议事规则、周例会
制度，建立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流程，推行了

“4+2”重大决策工作法，增强了“两委”班子凝
心聚力办大事的力量和在村民中的威信。去
年，刘井固村党支部被推荐为年度鹤壁市十佳
基层党组织，为扶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组织基础和人力保障。

一台台缝纫机飞速转动，一个个熨烫操作
台蒸汽升腾……在位于刘井固村头的万银服
装公司的车间里，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各自忙着
手头的工作。车间负责人白丽娜介绍说，这里
正在生产一单用于出口的外贸服装，来打工的
大都来自刘井固村及周边的村子，其中 21人
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俺们是计件工资，一个月能收入1800元
左右。”在流水线负责熨烫的李宝霞曾是贫困
户，她说，“在这里干活不累，每天工作8小时，每
周还有休息日，工厂就在小学门口，离家也就几
步路，不耽误接送孩子、照顾一家老小。”

刘井固村引进的鹤壁万银服装有限公司
是全省“巧媳妇”工程示范项目，通过建设“卫
星工厂”的方式建设 4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
线。项目投产后，年产休闲裤 100万件，年实
现产值6000万元，实现税金500万元，目前公
司已安排刘井固村贫困人口 18人、非贫困人
口60人，周边村的贫困和非贫困人口60余人
就业。

“变输血为造血，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
关键。”寿文春介绍说，经过引进产业项目，刘
井固村的妇女从“留守妇”变成“巧媳妇”，通
过自己的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实现脱
贫致富。此外，刘井固村还组织了 38人参加
电商培训，培育了一批以十字绣为主导的电
商业务农户，通过推进电子商务项目，增加农
户收入。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刘
井固村，曾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村民，在
2014年开办了一家家具配件工厂，生
产自攻螺丝和铁钉等产品，但是发展受
资金等因素影响，规模不大、产能不强。

“我这一把年纪了，出去打工都没
工厂接收。”今年67岁的刘春叶原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拔丝车间，他一边处
理机器上的螺丝一边说，“在这里干活
一点不累，每月工资能拿到 3000 多
元。”

刘春叶能来工厂上班，还得益于工
厂的产能扩大。去年，寿文春帮助家具
配件厂协调银行信贷资金 110万元用
于扩大生产，为近 10户贫困户提供了
就业岗位。

“贫困户往往致富意识差、劳动能力
差，就算银行给他们三五万元的贷款，他
们也做不了啥事。”寿文春介绍说，“我
们这笔钱并不直接给贫困户个人，而是
作为股金，投入扶贫企业。由企业来承
担贷款利息和市场风险，贫困户不花一
分钱，就能享受股息和分红，企业也得
到了资金、破解了融资难，银行也降低
了金融风险，一举多得。”

说干就干，寿文春等人经过多番论
证和探讨，目前已经联系了邮储银行进
行了入户调查，已经有不少贫困户有了
办理意向，如果办理成功，每人每年能
够有3000元的预期收益。有了这样一
笔收益，就能让贫困户脱贫致富多了保
障，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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